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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臺中市國土計畫概述 

一、辦理情形 

國土計畫法105年5月1日施行，該法施行後2年內，內政部應公告實

施「全國國土計畫」(已於107年4月30日完成)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3年內公告實施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

畫」；並於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4年內，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應公告「國土功能分區圖」，亦即至114年4月30日，國土計

畫將全面實施，屆時區域計畫相關法令將不再適用，國土計畫取代現行

區域計畫，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將取代現行非都市土地11種使

用分區及19種使用地。 

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自108年9月12日起公開展覽30日，並召開22場

公聽會與2場座談會，經本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竣後，於110年4

月30日公告實施。本市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業，刻由本府地政局辦理中，

預定於114年4月30日前公告臺中市國土功能分區圖。 

圖1 臺中市國土計畫推動流程圖 

二、發展願景 

全國國土計畫指導「安全—環境保護，永續國土資源」、「有序—

經濟發展，引導城鄉發展」、「和諧—社會公義，落實公平正義」為國

土空間發展之總目標，另於永續三生(生活、生產、生態)之基礎上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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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造一個活力、創意並充滿生機的環境，朝向四生一體之城市發展。爰

此，臺中市國土計畫依循全國國土計畫之永續發展目標與四生環境規劃，

期望臺中再躍進朝向幸福宜居城、智慧機械之都、韌性共生城、健康活

力城鄉，並訂定臺中市發展願景為「富市臺中-宜居首都(HOME˙PLUS)」。 

三、空間發展構想 

臺中市國土計畫係朝向「生活、生產、生態、生機」四生一體之城

市目標，且於區域核心城市定位下，未來空間整體發展構想朝向三大核

心、六大策略區、九大資源系發展(3、6、9構想)。 

表 1 臺中市三大核心區規劃構想表 

核心區 策略分區 定位 對應之行政區 

中部都會核心 
都會時尚策略區 智慧宜居、創意時尚 原市轄 

轉運產創策略區 轉運門戶、創產基地 烏日、大里、太平、霧峰 

山城核心 
水岸花都策略區 水岸花都、拔尖轉型 

后里、豐原、潭子、大

雅、神岡 

保育樂活策略區 文化體驗、觀光樂活 新社、東勢、石岡、和平 

雙港核心 
雙港門戶策略區 雙港門戶、加值觀光 

大肚、清水、沙鹿、梧

棲、龍井 

樂農休憩策略區 鐵騎慢活、樂農聖城 大甲、大安、外埔 

 
圖2  臺中市3-6-9空間構想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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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成長管理計畫 

臺中市國土計畫指認臺中市未來20年發展需求總量、區位，5年內有

具體需求之短期未來發展用地共指認11處，後續採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

方式開發。屬中長期發展用地之產業發展計畫需求者，遴選包括臺中國

際機場周邊地區(位屬科技產業走廊)以及烏日、霧峰、大里、太平周邊

地區(位於產業加值創新走廊)2處中長期發展區位，以朝向產業軸帶群聚

發展為目標，遴選範圍共6,396.36公頃，未來新增設置產業園區應以遴

選範圍優先申請，申請面積總量以不超過485.16公頃為原則。 

表 2  臺中市國土計畫指認未來發展地區綜整表 

類型 計畫名稱 面積(公頃) 

11處短

期未來

發展地

區 

重大建設型 

1 擴大后里主要計畫(后里車站東側地區) 5.86 

2 擴大后里主要計畫(森林園區) 15.52 

3 新訂臺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 840.00 

4 
擬定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(原擴大

大里)主要計畫 
398.98 

完善基礎公

共設施型 

5 太平坪林 300.95 

6 新庄子、蔗廍 587.17 

產業型 

7 
擴大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(大里夏

田產業園區) 
168.84 

8 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 35.81 

9 新訂烏日溪南都市計畫 498.82 

10 擴大神岡都市計畫 184.08 

11 
變更臺中港特定區(配合臺中國際機場門

戶及周邊產業專區整體開發) 
121.80 

中長期

未來發

展地區 

臺中國際機場周邊地區(位屬科技產業走廊) 6,396.36 

(不超過485.16

公頃為原則) 

烏日、霧峰、大里、太平周邊地區(位屬產業加值創新走

廊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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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 臺中市短期城鄉發展用地分布示意圖 

 

 

圖 4   臺中市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(中長期發展用地)分布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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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各行政區相應政策 

一、策略地區整體規劃 

臺中市國土計畫空間發展構想，於三大核心空間布局下，依據各行政

區之機能將本市分為六大策略區，並指認其發展定位，引導區域發展。

為依循臺中市國土計畫之空間指導定位，本局於111年針對水岸花都策略

區以及轉運產創策略區辦理整體規劃作業，將針對該策略區進行更細緻

之調查分析，探討與周邊地區之關聯性，藉此盤點區域資源分布，分析

地區發展潛力及限制，提出課題與對策，研議整體規劃策略，以作為後

續國土計畫空間結構調整參考。 

圖 5  臺中市三大核心六大策略分區劃設示意圖 

二、都市計畫區域縫合與通盤檢討 

(一)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整併及通盤檢討 

在臺中區域計畫及國土計畫之擘劃下，已於108年11月14日公告

發布實施「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」及4處細部計畫，

完成突破小區域思維並以宏觀尺度治理之第一階段整併計畫，續需以

豐原、潭子、大雅、神岡之空間區位考量整體都市功能體系，審視地

區需求調整實質計畫內容，正進行主要計畫(潭子、大雅、神岡及部

分豐原地區）檢討作業，併同辦理細部計畫檢討；已於111年2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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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公開展覽30天，目前於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階段。 

圖6 變更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(潭子、大雅、神岡及部分豐原地區) 

(第一次通盤檢討)空間發展機能示意圖 

(二)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整併及通盤檢討 

本府於107年4月19日公告發布實施「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

主要計畫」及3處細部計畫，完成大里、太平、霧峰行政區內都市計

畫整併之作業，透過整合規劃，檢視功能空間布局，導引屯區市區化，

並將市區發展核心擴大。續依臺中市國土計畫指導，屬轉運產創策略

區，就都市發展及地方需求，分別辦理霧峰、大里及太平通盤檢討作

業中。 

三、新訂及擴大都市計畫 

依據臺中市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計畫，共指認11處短期城鄉發展用

地，包含4處配合重大建設劃定、2處為完善當地基礎公共設施、5處配合

產業發展劃定，後續採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方式開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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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重大建設型 

配合本市短期內推動之重大建設，劃設4處重大建設型未來發展

地區。配合本市2018年辦理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後之相關空間使用，

本局辦理擴大后里主要計畫(森林園區)及擴大后里主要計畫(后里車

站東側地區)案，其中森林園區案已於110年1月20日公告發布實施，

並開放供市民休閒遊憩使用；后里車站東側地區案業經內政部都市計

畫委員會第1002次會議審竣，刻正辦理先行區段徵收作業。 

交通民航局刻辦理「臺中機場2040年整體發展計畫」及「陽西區

建設綜合規劃」規劃作業，因應後疫情時代趨勢及機場國防戰略需要，

預估2040年旅客量為400萬人次。為達成國際機場格局，本局正辦理

臺中國際機場園區規劃作業，聽取地方民意持續研究規劃，完成國際

門戶願景擘劃，並預估未來人流、物流、產業之發展，提供合適的城

市系統與基礎設施。 

「擬定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（原擴大大里）主要計畫案」

係配合國家建設六年計畫「大里溪整治工程」用地需要，依地方意見

承諾以區段徵收取得土地，由地主提供土地同意書方式先行辦理工程

在案，且後續經行政院認定屬國家重大建設計畫，刻於內政部都市計

畫委員會審議中。 

(二) 完善基礎公共設施型 

依據臺中市國土計畫，本市鄉村地區之人口成長主要分布於太平、

霧峰、龍井、大肚等行政區，其中，太平區坪林地區位於車籠埔斷層、

土石流潛勢溪流周邊，且其鄉村地區路寬狹窄，恐影響後續救災；另

大肚、龍井區之新庄子、蔗廍地區內鄉村區建地發展率高達90.23%，

人口密集，且其雖未涉及災害潛勢地區，但同樣面臨鄉村區路寬狹窄，

且其防災據點、避難場所集中分布於都市計畫地區，後續仍有影響救

災之虞，爰指認太平區坪林地區及大肚、龍井區之新庄子、蔗廍地區

為臺中市國土計畫未來發展地區，擬透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方式，

改善地區交通系統，完善地方基礎公共設施，並因應地方發展需求。 

本局就前開地區辦理「臺中市太平區坪林地區整體發展規劃案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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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「新庄子蔗廍地區都市計畫規劃案」，目前於規劃作業階段，就相

關課題研擬規劃策略。 

圖7  臺中市太平區坪林地區整體發展規劃案計畫區位示意圖 

圖 8 新庄子蔗廍地區都市計畫規劃案計畫區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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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產業型 

為因應本市產業發展，共劃設5處未來發展地區，本府經濟發展

局刻正辦理新訂大里塗城都市計畫、新訂烏日溪南都市計畫、擴大神

岡都市計畫規劃作業，而擴大臺中市大平霧地區都市計畫(大里夏田

產業園區)已提送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中，未來將提供本市輔導

未登記工廠使用及新增產業用地。 

另配合交通部民航局「臺中機場2035年整體規劃」，本局研擬

「變更臺中港特定區(配合臺中國際機場門戶及周邊產業專區整體開

發)」，預計以航空服務為核心，引入支援航空服務及產業專區，刻

於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聽取簡報中。 

四、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

全國國土計畫公告，揭櫫鄉村地區納入國土空間規劃及管理制度之

政策方向，也賦予鄉村地區在社會發展中的定位與任務。為改善鄉村地

區居住、產業、公共設施等發展問題，107年4月30日公告實施之「全國

國土計畫」，將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」作為國土空間發展之重要策略，

期望透過鄉村地區課題盤點，研擬空間發展策略及土地利用綱要計畫，

同時整合各部會現有政策資源投入公共建設，從生活、生產、生態等面

向，協助環境改善、協調產業需求並維護生態景觀，以建立鄉村地區永

續發展的制度系統。 

臺中市國土計畫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優先規劃地區評估原則，並考量

鄉村區高度發展地區、鄉村區佔非都市土地面積比例較高地區、區公所

位於非都市土地等原則，指認大安、外埔、龍井、大肚、潭子、太平、

大里、霧峰、新社及和平等 10 處行政區納入優先辦理整體規劃地區，後

續得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引導非都市地區人口集中發展，提升鄉村地

區生活品質。 



10 

 

圖 9  臺中市國土計畫指認 10處優先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區位示意圖 

依循臺中市國土計畫指導，本局於110年啟動大安、外埔以及新社鄉

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，透過基礎資料蒐集與分析，多元的參與式規劃作

業，彙整鄉村地區發展之課題，並提出具體可行之策略，期望透過國土

功能分區及土地使用管制調整等方式，打造永續的鄉村地區生活環境。

111年預計辦理和平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，刻正爭取內政部補助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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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結語 

臺中市國土計畫業於110年4月30日公告實施，提出「富市臺中，宜居首都」

為發展願景，以計畫目標125年，計畫人口300萬人，透過全市整體空間發展佈

局與國土功能分區分類劃設，兼顧自然與資源保育、農地資源保護、城鄉與部

門發展等各面向，勾勒大臺中發展想像。 

依臺中市國土計畫之指導，從點線面不同層次之空間規劃層面，落實國土

計畫四生一體之規劃理念。透過策略區之整體規劃，確立區域之發展定位；藉

由都市計畫縫合及通盤檢討作業，完成地區整併及都市功能體系調整；進行短

期未來發展地區之新訂擴大都市計畫作業，完善地方之公共設施及產業需求；

最後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，瞭解地方真實需求，進行核實規劃。 

本局將遵循臺中市國土計畫內容，持續推動相關計畫，並將配合本府地政

局(國土功能分區劃設)、農業局(農地利用綜合規劃)，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(部

落調查)等相關作業，逐步完成國土計畫轉軌。 


